
郑州商品交易所 

期权讲师培训通过学员名单 

 

2019 年 9月 3 日至 4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

商所）成功举办了期权讲师培训班（期权讲习所第十八期）。

现公布期权讲师培训知识测试及演讲通过学员名单（见附

件）。 

郑商所将对期权讲师培训知识测试及演讲优良学员颁

发荣誉证书。9月 24 日起，本地学员可到郑商所 18 楼 1806

领取荣誉证书（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30号期货大厦）。

非本地学员统一邮寄（答题卡填报地址），请注意查收。 

联系人：杨雨佳 

联系电话：0371-65613876 

 

附件：期权讲师培训知识测试及演讲通过学员名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衍生品部 

2019 年 9 月 24 日     

  



附 件 

期权讲师培训 

知识测试通过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按音序排列） 测试结果 

1 林志亮 安粮期货 良好 

2 任 魁 安粮期货 良好 

3 杨克斌 安粮期货 良好 

4 张齐兰 宝城期货 及格 

5 谢 婷 北京棉花展望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 

6 赵会娟 北京首创期货 及格 

7 王 轩 北京首创期货 及格 

8 李 馨 创元期货 优秀 

9 陈婧以 创元期货 优秀 

10 蔺恩熙 创元期货 良好 

11 唐晓东 大地期货 及格 

12 田和亮 大越期货 优秀 

13 缪康庆 德盛期货 优秀 

14 娄振伟 东方汇金期货 良好 

15 方 津 方正中期期货 良好 

16 崔家悦 格林大华期货 优秀 

17 张晓君 格林大华期货 优秀 

18 樊躬锦 格林大华期货 良好 

19 宋 震 格林大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及格 

20 邱振振 光大期货 及格 

21 孙刘洋 光大期货 及格 

22 张晓珍 广发期货 良好 

23 盖卫玲 广发期货 良好 

24 闫亚萍 广州金控期货 优秀 

25 陈桂东 广州期货 良好 

26 李威铭 广州期货 良好 

27 董兵洁 国海良时期货 良好 

28 岳建华 国海良时期货 良好 

29 樊宇波 国联期货 及格 

30 康遵禹 国泰君安期货 良好 

31 汪欣茹 国泰君安期货 良好 

32 陶囡囡 国信期货 良好 



33 赵书娟 国元期货 及格 

34 赵怡阁 海通期货 优秀 

35 彭俊沛 海通期货 优秀 

36 黄 莹 海通期货 优秀 

37 胡 畔 海通期货 良好 

38 张凌璐 海通期货 良好 

39 耿大朋 海通期货 良好 

40 王科伟 海通期货 良好 

41 韩雪光 河北恒银期货 良好 

42 成丽敏 河北恒银期货 及格 

43 张丽红 河北恒银期货 及格 

44 胡 兵 河北恒银期货 优秀 

45 蒋剑斐 河北恒银期货 优秀 

46 胡据营 弘业期货 优秀 

47 梁博研 弘业期货 良好 

48 李 亚 弘业期货 良好 

49 张 涛 弘业期货 及格 

50 黄 艳 宏源期货 良好 

51 黄文婷 宏源期货 良好 

52 孙景山 宏源期货 良好 

53 胡济昌 宏源期货 良好 

54 向洪进 宏源期货 良好 

55 马艳丽 宏源期货 及格 

56 安 然 华安期货 及格 

57 崔艳艳 华金期货 优秀 

58 马 驰 华金期货 优秀 

59 朱丽娟 华金期货 优秀 

60 葛淑剑 华金期货 良好 

61 王怀颖 华金期货 良好 

62 曲宏志 华金期货 良好 

63 汤国霞 华龙期货 良好 

64 马 骥 华融期货 及格 

65 刘雨晨 华泰期货 优秀 

66 李雷明 华泰期货 优秀 

67 马 莉 华泰期货 良好 

68 常 悦 华泰期货 及格 

69 赵 梦 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70 杨建伟 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71 杨广喜 华闻期货 优秀 

72 常 成 华信期货 优秀 

73 穆焕焕 华信期货 优秀 

74 吴志同 华信期货 优秀 

75 孙家鼎 华信期货 优秀 

76 张 玉 华信期货 优秀 

77 钱荷文 徽商期货 良好 

78 高 天 徽商期货 及格 

79 陈雪翔 徽商期货 及格 

80 郑 燕 徽商期货 及格 

81 王晓辉 汇通新能源 及格 

82 任俊弛 建信期货 良好 

83 董 彬 建信期货 及格 

84 代文卉 金鹏期货 及格 

85 谭明明 金瑞期货 优秀* 

86 侯光明 金石期货 及格 

87 苏喆霖 金元期货 及格 

88 郭远征 金元期货 及格 

89 杜 鑫 金元期货 及格 

90 李 奇 津投期货 良好 

91 马 明 津投期货 良好 

92 陈 捷 锦泰期货 及格 

93 宋鹏斌 鲁证期货 及格 

94 肖 红 鲁证期货 及格 

95 张 伟 鲁证期货 及格 

96 屈 英 迈科期货 良好 

97 刘 旦 迈科期货 及格 

98 成竹星 迈科资源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优秀 

99 陈隽望 南华期货 优秀* 

100 冯 锦 南华期货 良好 

101 戴一帆 南华期货 及格 

102 蒯三可 宁证期货 及格 

103 房 玲 宁证期货 及格 

104 陈 胜 厦门国贸期货 及格 

105 杨雷丰 陕西泰格瑞贸易有限公司 及格 

106 代 浩 上海东证期货 优秀 

107 贺晓勤 申万期货 良好 

108 陈明学 深圳金汇期货 良好 



109 许 聃 深圳金汇期货 良好 

110 魏 琳 首创期货 良好 

111 李向前 投资机构 及格 

112 宋彦杰 五矿经易期货 良好 

113 王 昆 五矿经易期货 及格 

114 李鹏超 西部期货 优秀 

115 王 雨 西部期货 及格 

116 沈琳翔 西南期货 良好 

117 张 婷 西南期货 良好 

118 薛 广 新湖期货 优秀 

119 府 华 新疆天利期货 及格 

120 王 勇 新疆天利期货 及格 

121 梁嘉欣 新晟期货 及格 

122 董红繁 兴证期货 良好 

123 朱明杰 兴证期货 良好 

124 赵 桁 兴证期货 及格 

125 杜秀娟 一德期货 及格 

126 李鸿雁 一德期货 及格 

127 史开放 一德期货 及格 

128 武治安 银河期货 优秀 

129 赵晓翠 永安期货 优秀 

130 梁亚会 永安期货 良好 

131 刘 攀 永安期货 良好 

132 胡秋红 永安期货 良好 

133 偏松强 永安期货 良好 

134 郑 宇 永安期货 良好 

135 高 昂 永安期货 及格 

136 郑 旭 永安期货 及格 

137 刘凤佳 豫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格 

138 李 刚 长安期货 优秀 

139 赵永博 长安期货 优秀 

140 徐永磊 长安期货 良好 

141 胡心阁 长安期货 良好 

142 王 琳 长安期货 良好 

143 朱 静 长安期货 良好 

144 马舍瑞夫 长安期货 良好 

145 郭勇军 长城期货 良好 

146 薛明辉 长城期货 及格 



147 邰鹏飞 长城期货 及格 

148 黄胜利 长江产业金融服务（武汉）有限公司 良好 

149 张一笛 长江期货 及格 

150 谭 洋 招商期货 及格 

151 洪亚敏 浙江新世纪期货 及格 

152 王勇方 浙商期货 良好 

153 李培杰 浙商期货 良好 

154 马海红 中财期货 优秀 

155 何 飞 中国国际期货 优秀 

156 姜 凯 中国国际期货 优秀 

157 赵 青 中航期货 及格 

158 吕世豪 中航期货 及格 

159 侯龙飞 中航期货 及格 

160 王大龙 中金量化 及格 

161 陈辛野 中粮期货 良好 

162 陈 阵 中粮期货 良好 

163 张柳春 中信建投期货 优秀* 

164 张 曼 中信建投期货 优秀 

165 张远亮 中信建投期货 良好 

166 裴亚涛 中信建投期货 及格 

167 张 周 中信期货 及格 

168 曹 擎 中银国际期货 良好 

169 丁 文 中原期货 优秀* 

170 魏凌云 中原期货 良好 

171 李赵平 中原期货 良好 

172 权维洪 中原期货 良好 

173 刘小菊 中原期货 及格 

174 刘长令 中州期货 优秀 

175 秦 钏 中州期货 优秀 

176 翟雨涵 中州期货 优秀 

177 张晓飞 中州期货 优秀 

178 盛高明 中州期货 良好 

备注：本次测试满分为 100分，测试成绩 100分为“优秀*”，

90～99分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60～79分为“及格”，

其余为 60分以下。 

 



期权讲师培训 

知识演讲通过学员名单 

 
成绩优良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丁 文 中原期货 

2 汪欣茹 国泰君安期货 

3 康遵禹 国泰君安期货 

4 黄胜利 长江产业金融服务（武汉）有限公司 

 
其他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5 谢 婷 北京棉花展望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 冯 锦 南华期货 

7 李威铭 广州期货 

8 汤国霞 华龙期货 

9 李培杰 浙商期货 

10 孙景山 宏源期货 

 
 


